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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利 玛 窦 （Matteo Ricci，1552-1610）入 华 到

被称为“最后的耶稣会士”的钱德明（Jean-Joseph
Marie，1718-1793）去世 的明 末清初（1582-1793）
二百余年中，西方来华的耶稣会士在适应性传教

路线 的指引 下，完 成 了 大 量“西 学 东 渐”翻 译 活

动，形成了大量翻译作品，促成了西方科学在中

国首次大规模的译介。 与此同时，在适应性传教

路线指引下的来华传教士出于打开传教局面之

需要，潜心于通过儒学典籍学习中文，不少耶稣

会士本身博学多才，对中国的人文哲学与自然科

学等诸多方面特别关心和留意。 因此，在从事西

方科技知识译介的过程中，他们之中的不少人也

积极投身于把中国文化科学与社会习俗等国情

介绍到西方世界，是为“中学西传”。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通过中译外翻译活

动向欧洲传播的中国文化成就，除了儒学典籍和

中国编年史典籍之外，也包括他们对中国科学成

就考察与研究而形成的著译和信札，这方面的内

容包括被称为中国文化瑰宝的中医文化知识。 其

中，17 世纪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 （Michel Boym，
1612-1659）对中国科学介绍的著述是多方面的，
他是向西方全面介绍中国文明的杰出功臣。

一、“另类”耶稣会士

在明末清初来华的西方耶稣会士中，卜弥格

堪称“另类”。
第一，他出生于波兰，是明清之际二百余年

在华耶稣会士中屈指可数的非西欧国家传教士

之一，属于绝对的非主流派。 在明末清初来华的

西方耶稣会士中，前期以葡萄牙和意大利传教士

居多，后期则以法国传教士为主。
第二， 与那些或是栖居京城成为朝廷命官

（如钦天监监正） 或出任皇帝的私人教师或是在

耶稣会使团中担当重要职务的前期或同期著名

耶 稣 会 士 利 玛 窦 、 熊 三 拔 （Sabatino de Ursis，
1575 -1620）、 金 尼 阁 （Nicolas Trigault，15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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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9）、艾 儒 略 （Jules Aleni，1582-1649）、邓 玉 函

（Johann Schreck，1576－1630）、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 -1688）、 汤 若 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 等人形成鲜明对照，
卜弥格长期默默无闻，犹如一块“边角料”。

第三，他来中国可谓“来不逢时”，抵达澳门

的那年正是清军大举入关的时候，清朝已取代明

朝建立中央政权。 终其在华的岁月，卜弥格追随

的始终是一个流亡政权，即偏安一隅的南明永历

朝廷，颠沛流离于云贵地区和中越边境，直至最

后病逝于中越边境，以至于无论是明朝正史还是

清朝正史都没有记载他的踪迹。
第四，在关于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

研究中，卜弥格长期受到冷落或者忽视。 史学界

长期以来对他的关注几乎都着眼于他作为“南明

王朝最后特使”和“反清复明的老外斗士”这样的

身份， 重点就是他受南明王室的派遣返回欧洲，
试图搬救兵与清廷抗衡，而他的中医著述很少受

到关注，几近湮没，尽管他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

成果。
第五，与许多耶稣会士在中国生活三五十年

最后客死中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卜弥格在中国

生活工作的时间非常短， 从 1644 年抵达澳门到

1659 年 8 月 22 日在广西边境病逝， 只有短短的

15 年。就是这 15 年，也还须扣除他作为南明王室

特使返回欧洲再重返中国奔波于路途的 8 年左

右时间（1651-1658），所以事实上他 在中国 的时

间充其量只有 7-8 年。 但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

里，在战 火纷飞 的 动 荡 年 代，他 依 然 为“中 学 西

传”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向欧洲传播中国古代科

学成就方面，卜弥格成就突出，他是第一个将中

国古代的科学成果系统介绍给西方的欧洲人，他

的科学著述是多方面的， 涉及中国动植物学、医

药学、地图学等领域。
其在华期间取得的最为突出的成就是对中

医文化的学习和研究，而且其研究的中医文献典

籍十分广泛。 比如，其中医研究专著《耶稣会士在

中国的传教士卜弥格认识中国脉诊理论的一把

医学的钥匙》（简称《医学的钥匙》），从全书 18 章

的内容来看，作者已经不是单纯的翻译家，俨然

就是一个博学的中医学家。 在域外人士对中医文

化研究而形成著述方面，他的这一成就堪称“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
卜弥格出生于波兰利沃夫 （现属乌克兰）的

一个王室御医家庭，1643 年从里斯本出发前往中

国，1644 年抵达澳门。 随后在那里的耶稣会士使

团大本营安顿下来，潜心学习和钻研汉语，很快

就达到了通晓汉语文字并初晓中国文化的程度，
其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敬仰之情由此而来。
1647 年，卜弥格被耶稣会中国传教会派往海南岛

传教，在海口以南大约 50 公里的定安县城新成立

的耶稣会教士使团工作， 他在这里住了大概一年

时间，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考察和研究工作，搜集了

许多有关中国动植物特别是医用动植物和中国地

理及自然环境的材料， 绘制了许多动植物及中国

人生活场景的图像， 为他日后撰写中国植物志和

中医著作、绘制中国地图做好了充分准备。
1649 年初，南明永历朝廷向耶稣会中国使团

副会长曾德昭 （Alvare de Semedo，1585-1658）请

求派遣一位耶稣会士到永历朝廷协助已经在那

里的耶稣会士瞿安德（Andre-Xavier Koffler）的工

作，于是卜弥格被派往永历朝廷并从此与南明王

朝共患难①。 此时清军大兵压境，永历朝廷已经岌

岌可危，于是萌生派遣耶稣会士作为特使前往欧

洲搬救兵的虚妄之念，卜弥格被南明王室选中，由

一名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陈安德陪同，带着皇太

后和永历朝廷重臣庞天寿致罗马教皇、耶稣会总

会长和威尼斯共和国元首的求援信， 于 1651 年

元月 1 日乘坐一艘中国商船从澳门出发，历尽艰

险，于 1655 年 12 月 18 日，才得到新任教皇亚历

山大七世的接见。 1656 年 1 月，他见到了葡萄牙

国王。 但是，欧洲教宗和王室对于发兵中国去拯

救一个没落朝廷丝毫不感兴趣，永历朝廷派给他

的任务他并未能完成。1656 年 3 月 30 日，带着万

①由于史料来源以及史料经历从拉丁文到波兰文再到汉文的转译过程，关于卜弥格进入南明永历朝廷的时间，存在
着不一致的说法。 《中国的使臣卜弥格》（波兰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基著，张振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1年版）
认为，卜弥格是在 1647 年末在海南岛被效忠清朝的满人投入监狱越狱逃跑后，直接来到位于肇庆的永历朝廷。 但
是，《卜弥格文集———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医西传》（爱德华·卡伊丹斯基著，张振辉、张西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出版）认为，卜弥格是被在华耶稣会副会长曾德昭于 1649年初派往永历朝廷的。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法国人费赖之著，冯承钧译，中华书局 1995 年版）则认为，卜弥格是 1647 年抵达海南岛，1650 年回到澳门，期间曾
被曾德昭派往广西在永历朝廷辅佐瞿安德。 沈定平认为，卜弥格是在清顺治六年，即 1649 年奉命从海南岛调入广
西，辅助在永历朝廷的瞿安德神父，见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增订本）[M].北京：商
务印书馆，200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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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遗憾的卜弥格从里斯本搭船返回中国，除了念

念不忘他的永历朝廷之外， 就是他的中医研究。
1658 年，卜弥格抵达越南首都河内时，永历朝廷

遭到清军主力攻击， 清军三路大军入攻云南，云

贵沦陷。 此时澳门已经与清廷取得联系，葡萄牙

急于与清廷建立关系巩固其在华利益， 耶稣会中

国使团不再承认誓死效忠南明永历朝廷的卜弥格

为其成员，反对他借道澳门入境中国，但与他一同

在里斯本登船的另两位在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中发

挥重要作用的耶稣会士柏应理 （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 和 鲁 日 满 （Francois de Rougemont，
1624-1676）则获准在澳门上岸进入中国。

卜弥格和陈安德于是转道越南，但是在抵达

越南和广西的边境之后， 发现同样无法进入中

国，于是又打算去云南，因为永历王室曾到过那

里，但清兵在边境上设置了关卡，他也无法进入

中国，只得在中越边境徘徊奔波。 最终，在长时间

的劳累之下， 不幸身患重病， 于 1659 年 8 月 22
日死在了越南与广西的边境线上，享年 47 岁。 ①

二、卜弥格中医翻译和研究活动

在华的短短几年，卜弥格对中国国情进行了

全面、系统而广泛深入的研究，涉及无数领域，而

且在许多研究领域形成了研究成果。 他对中医文

化的研究则是其中的突出典范以及对中西文化

交流的不朽贡献。
根据迄今为止的重要文献和史料， 本文的总

结性观点是：卜弥格是向西方介绍《黄帝内经》第

一人；向西方全面介绍阴阳五行学说第一人；向西

方全面介绍中医脉诊第一人； 向西方全面介绍中

医方剂第一人；向西方全面介绍中医望诊第一人；
向西方介绍针灸穴位图解第一人； 向西方全面介

绍中草药第一人； 全面系统研究中医理论并发表

严肃中医学术著作的西方第一人。 他潜心钻研而

形成的中医翻译和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一些：
1.《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士卜弥格认识中

国 脉 诊 理 论 的 一 把 医 学 的 钥 匙 》（Clavis Medica
ad Chinarum Doctrinam de Pulsibus Auctore R, P.
Michaele Boymo, e Soc. Jesu et in China Mission-
ario），简称《医学的钥匙》。

2.《中医处方大全》，分为上下两部。上半部的

书 名 为 《对 作 者 王 叔 和 脉 诊 医 病 原 理 的 说 明 》
（Auctoris Van Ho Ho Pulsibus explanatis medendi
regula），卜弥格提到了 15 种脉象（《脉经》将脉象

分为 24 种）， 并且开出了治疗每一种脉象的方

子，其中的第一部分为七种外脉的方子，第二部

分为八种内脉的方子。 后半部名为《中国人用于

医 疗 的 单 味 药 》 （Medicamenta Simplicia quaed
Chinenibus ad usum medicum adhibentur），用拉丁

名称介绍了 289 种中药的疗法。
3.《一篇论脉的文章，它讲述了根据中国的医

生们自己的原则和观点创立的一种中国哲学的

理论，这些原则见之于在一部有一百六十二章被

称为 〈内经〉 的最古 老的法 典中》（Tractatus de
Pulsibus quo declaratur Doctrina Sinarum Philo-
sophica ex principiis as placitis Philosophiae ipso-
rum Medicae, quae continetur Codice vestustissimo
Nuy Kim dicto, quae constas t:capitibus 162），简称

《论脉》。
4.《通过舌 头的颜 色和外 部状况 诊断 疾病》

（De indiciis morborum ex linguae Coloribus et Af-
fectionibus），简称《舌诊》。

5.《处方大全的另一篇前言》（Alia praefatione
ante receptarum librum ponenda）， 介绍了中药可

分为汤药、丸药和散药三种，它们中又有复合药

和单味药。
6.《对 上 述 处 方 大 全 的 补 充 》 （Annotatio ad

nanc praefationem de receptarum liber）。
7.《中国植物志》（Flora Sinensis），介绍了一系

列用于中药的动植物，实质上就是以中草药为主。
卜弥格对中国医学研究的重点是 《黄帝内

经》和西晋医学家王叔和的《脉经》这两部中医典

籍，这是因为《黄帝内经》乃是中国古代中医理论

和早期临床治病经验的总结，对后世中医的发展

具有指导意义，而《脉经》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

专著，在中医脉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正是

因为《脉经》，脉学才得以正式成为中医诊断疾病

的一门科学。 卜弥格认为，读懂了这两部经典，就

会对中医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一）向西方全面介绍《黄帝内经》第一人
卜弥格撰写的 《耶稣会卜弥格 1658 年在暹

罗王国给医生们写的前言》，对《黄帝内经》的基

本内容做了详细介绍，显示其读懂了深奥的中医

哲学基础：
现在，我们向你们，最有名的先生们和整个

欧洲提供一部著作的纲要，这部著作是世界上最
遥远的一个地区的一个最年长和最令人尊敬的
医生的。 你们应该知道，他是生活在比阿维森拉、

①根据《卜弥格文集》，波兰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基一直认为卜弥格是死在中越边境的广西境内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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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波克拉底、盖仑和塞尔苏斯要早许多世纪的一
个地方的一位很有能力和高贵的皇帝。 根据文献
记载，他生活在洪范前大约四百年，在基督诞生
前 2697 年他就开始统治那个地方了。 我们能不
能了解到他的那个地方在哪里？ 这位大人物的那
个地方叫 Synpi，在中华帝国的河南省的开封市。
他的名字叫黄帝，意思是“黄色的皇帝”，他第一
个在中国制定了中医技艺的原则，这个原则被人
们接受了，并且世世代代地传了下来。 他为他的
帝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有许多事实都证明了，
在运用这种技艺中的许多有名的事例不仅都有
记载，而且也流传下来了①。

根据现有研究，卜弥格翻译和撰写的中医著述

显然是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闲暇，因此在不同的

文章中重复了若干相同内容的陈述，可能是由于在

不同时间的写作过程中其思维的连续性无法得到

保证，也可能是他认为有必要重复这些内容以便保

证语篇的连贯性。 在《论脉》中，卜弥格再次介绍了

《黄帝内经》及其在中国医学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的这个关于循环的理论是在一部很古老

的书《内经》中提出来的，黄帝，也就是第三个皇
帝，在基督前 2689年开始统治中国的一位君主被
认为是它的作者。 这个理论被他的后代们全部接
受并加以运用，所有的医生都以它为依据[1]363。

（二）向西方全面介绍阴阳五行学说第一人
此外，卜弥格还对中医阴阳五行学说和中医

哲学基础有着很深入的认知与了解。 在《论脉》一

文中，他对阴阳五行、气血循行、人体结构和一年

四季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等内容做了十分形象而

又高度概括的论述，而这些均属于中国古代哲学

和医学天人合一的基本理论和思想。 他如是说：
我想一开始就具体地介绍一下中国哲学的

一些基本的观点，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先来说明一
下大自然中某些基本的规律和对应的现象。 古代
中国人的医学哲学的各种不同的原则一直没有
得到充分的阐释，其中就包括五行的自然属性和
它们活动的情况[1]358。

在《论脉》一文的多处叙述中，卜弥格通过其

对中医阴阳五行学说和中医哲学的叙述充分展

示了其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
我在这篇文章中简短介绍的阴和阳都分布

在人体的三个区域中， 通过脉搏被输送到全身。
有人说，它们和五行，即水、木、火、土和金保持了

亲密的关系。 特别是肾、肝、心、胃和肺这五个器
官和五行有密切的联系……毫无疑问，这里所说
的人体的器官不仅从属于五行，也依从于一年的
四季……在一年的四个季节中，他拥有的阳和阴
的多少是不一样的，这从一年四季所出现的不同
的脉搏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说，春主木，使植
物发生；同理，春生肝，夏主心，秋主肺，冬主肾
……这就是中国医学哲学的基本思想，它在脉诊
时得到了运用，同时它也制定了治病的原则和规
矩。 中国人了解五行、一年四季和人的器官能够
保持和谐和亲密的相互关系、五行造成的变化和
破坏以及器官和脉行使功能的哲学基础[1]360-361。

（三）向西方全面介绍中医脉诊第一人
卜弥格还对中医脉学常识以及中医切脉方

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在《论脉》）中，卜弥格首先

介绍了三焦和寸口处脉象的对应关系：
这里有和整个宇宙大世界都很相似的东西，

这个宇宙大世界中的一些组分别被称为三才，即
三种最完美的最完善的自然规律： 上面是天，下
面是地，中间是人，人成为了天地的一部分。 人体
的本身也分成了三个部分或区域：上面一部分从
头到胃脘，包括肺和胸，但只有胸的一部分，即横
膈膜上面的那一部分。 中间一部分一直到脐，包
括横膈膜、肚或胃，还有它们旁边的脾、肝和胆。
最下面的一部分从脐到脚，包括肾、膀胱、尿道、
大肠和小肠，人体的这三个区域按照顺序和他的
两只手上的脉是对应的……[1]359

卜弥格在《论脉》中随后介绍了中医切脉的

方法：
中国人并不是按顺序看脉，而是在同时诊三

次脉：首先用手指轻轻地按一下诊面上的脉。 在
诊断中间的脉时，把手指稍微按重一点[1]359-360。

在 《耶稣会卜弥格 1658 年在暹罗王国给医

生们写的前言》中，卜弥格则更是以浓重的笔墨

强调了脉诊在中国医学中的重要性：
中国最早的医生黄帝的著作和希波克拉底

的著作是完全不同的，他的脉诊的科学和加伦的
理论也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的
……毫无疑问，他的这些著作奠定了通过脉诊料
定生死的这门科学的基础，而且它不止是料定生
死，还说明了疾病发生的原因、表象和发病的经
过……中国人的确用了一种万能的手段，通过脉
诊能治每一种病。 [1]484

①爱德华·卡伊丹斯基.卜弥格文集[M].张振辉,张西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483.这段文字中的 Synpi
是现在的什么地方，该书的中译者张振辉先先生也认为无法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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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医学的钥匙》一文中，卜弥格也展

现了其对脉象、 经脉和气血循行理论的谙熟，通

过详细的论述， 他认为人的经脉是循行于全身

的，它们向全身不断地输送着气和血，气和血在

十二经脉中二十四小时不断地运行，没有气血的

循环或者停止这种循环，人就会死亡。 由于气血

的运行，便产生了脉搏，一个健康人在某个时刻

脉搏的次数和他呼吸的次数有一定的比例，如果

不成这个比例，他就处于病态。
卜弥格的上述论述其实完全是受到了《难经》

的启示，见《难经》中的一难，曰：十二经皆有动脉，
独取寸口，以决五脏六腑死生吉凶之法，何谓也？
然：寸口者，脉之大会，手太阴之脉动也。 人一呼脉

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 人一

日一夜，凡一万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度，周于身。
漏水下百刻， 营卫行阳二十五度， 行阴亦二十五

度，为一周也，故五十度复会于手太阴。 寸口者，五

脏六腑之所终始，故法取于寸口也。
（四）向西方全面介绍中医方剂第一人
此外， 卜弥格还依据中国最早的脉学专著、

西晋太守令王叔和的《脉经》，形成了《中医处方

大全》一书①，其拉丁文名称的直译就是《对作者

王叔和脉诊医病原理的说明》， 即 《中医处方大

全》的上半部。 在该书中，卜弥格提到了 15 种脉

象（《脉经》将脉象分为 24 种），并且开出了治疗

每一种脉象的方子，其中的第一部分为 7 种外脉

的方子，第二部分为 8 种内脉的方子。
卜弥格说一种叫泻黄散（Sie huem san）的药

可治人体中间部分的芤脉②，其方子如下：取藿香

叶、栀子仁、甘草各五钱，防风二两，石膏一两，混

在一起后取出五钱，加两杯水熬煮，去掉剩下的

渣滓后，过一些时候，可乘热服下。
卜弥格又说， 用一种能够作用于中焦的汤

药，可治疗第二个位置出现的浮脉，其方子如下：
取厚朴、橙皮各一两，白术二两半，人参五钱，甘

草三钱，混在一起后取出五钱，加上七片生姜，放

两杯水熬煮，煮到剩下十分之七的水后，去渣滓，
乘热在饭前服下。

他为治疗第一个位置的沉脉开出的对症药

物是半夏丸。 方子如下： 取半夏一两，Hua huam
三钱，白矾一钱，混在一起后碾成粉末，加上姜和

面粉，做成梧桐（U tum）子大小的丸子，取三十或

五十个这样的丸子，泡在姜汤中饭后饮用。
治疗第二个位置的濇脉，卜弥格的开出的处

方如下：小柴胡（Siao chai hu）汤，剂量可大可小，
取柴胡赤芍药各一两，人参五钱，甘草三钱，桂皮

四钱，混在一起后取出半两，加两杯水和七片姜，
熬煮到剩下一杯水，去渣滓，乘热服下。

足以凸显卜弥格对中医的谙熟程度的，是他

认为中药可分为汤药、丸药和散药三种，它们中

又有复合药和单味药。 在《处方大全的另一篇前

言》中，他说道：
中国人用三种剂型治所有的病， 即汤药、散

药和丸药……在诊断了是什么病之后，对它所用
药的剂型有汤药、丸药和散药。 服药的方法有在
饭前或饭后服用，或者干脆空腹服下去，服了药
之后要看脉搏是否恢复了正常[1]374。

卜弥格在该文中还介绍了中药的计量单位：中

国人根本不知道欧洲医生使用的计量单位，如斯克

鲁普尔、德拉马克和盎司。 他们用的计量单位叫两

（leum），一两合一个罗马的盎司；两又包括十个同

等的重量，叫钱，就是 julium，钱又分为十个部分，叫

分（fuen），分又分为十个部分叫厘（li）[1]374-375。
在《中国人用于医疗的单味药》（即《中医处

方大全》的下半部）中，他总共列出了 289 剂单味

药， 而且对常用的中草药都绘制了精彩的插图。
如在介绍生地黄时，卜弥格如是说：这是一种地

里生长出来的根，苦中带甜，性寒，入心、肺、肝和

胃，清热。 要把它熬煮九次，让水汽蒸发，然后放

在太阳下晒干， 但不能放在铁制的器皿里熬煮。
煮后的地黄叫熟地黄，因为它已经熟了。 这种产

品性温，补血。 在介绍白术时，他说：这种根又苦

又甜，性温，入胃，强胃，病人发烧时不可服用。 在

介绍天门冬时，他说：这种根苦中带甜，性寒，入

肺和肾，解渴，要把它的核即心挖出来[1]392,409。
（五）向西方全面介绍中医望诊第一人
卜弥格在华期间还撰写了《通过舌头的颜色

和外部状况诊断疾病》（简称《舌诊》）一文，远远

早于后世中医常用的民国时期曹炳章的《辨舌指

南》。 可以证实的是，卜弥格撰写该文时候依据了

一本中医典籍，但是究竟是哪本中医典籍，目前

尚无法考证，卜弥格只是在文章篇首提及该文是

①以往研究中称此书为《中医脉诀》，见《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法国人费赖之著，冯承钧译，中华书局 1995 年
版）第 279页。
②此处的脉象名称前的修饰语“人体中间部分的”及下文的“第一个位置的”和“第二个位置的”均为《卜弥格文集》中
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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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自南明永历朝廷中信奉基督教的医生们常

用的一本书。 他开门见山指出了中医学的奥妙和

神奇，说除了脉诊，中医还可以通过对舌头外部

状况的诊断，确定病人患的什么病，为什么会出

现高热。 在介绍舌诊时，卜弥格如是说：
照中国医生的看法，人体五个器官和五行有

五种颜色。 舌头反映心的情况，心主管整个人体。
心的颜色是红的，肺的颜色是白的，肝的颜色是
青的，胃的颜色是黄的，肾的颜色是黑的……如
果心在一年四季中患了病，那么病人舌头的颜色
就会起很大的变化，舌头上也没有舌苔。 如果苔
也即是舌上那一层带粘性的物质看起来又干又
枯燥，说明病人的腹中有热，那层粘性物质的颜
色是黄的……舌上如果有一层薄薄的红色的东
西， 这说明脐下有热， 腹中有寒， 寒深入了体内
……如果整个舌头都是黄的，这说明胃变硬了，大
肠也干了……青色的舌头和东方对应，属木，反映
肝的状况， 病一开始就反映出火太盛……黑色的
舌头和北方对应，这说明膀胱而主要是肾有病。如
果舌苔变黑，病人会发热，他的病很重。 [1]365-366

在他绘制的舌诊图解中，卜弥格在论述舌黄

并伴有红色斑点的病症时提供的望诊如下：
舌头呈黄色，但它的边上有红色的斑点，像小

珍珠一样，说明肠里有毒热，发高烧。 病人感到很难
受，周身疼痛，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塞满了一样。 [1]369

（六）向西方全面介绍针灸穴位图解第一人
卜弥格潜心研究中国医学期间取得的最为

突出的成就，是在理解、消化和吸收的基础上进

行了创新，这个创新当然不是指对中医知识的自

我创新，而是对中医著述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创造

性的发挥。 其中的一大创新就是他充分发挥了其

出色的绘图天赋，在介绍中医学知识的著述中亲

手绘制了许多插图和图解，这些插图和图解在欧

洲绝对是前所未有的，有许多在中国同时代的医

书中都是没有记载的。 可以说，卜弥格在某种程

度上超出了同时代的许多普通中医。
如 他《中 国 植 物 志》中 介 绍 了 从 椰 子 （Xay-

cu）到蚺蛇（Gen-to）在内的 31 种动植物，包括 23
种植物和 8 种动物，同时配之以 27 幅绘制精美、
栩栩如生的插图。 在《舌诊》一文中他亲自绘制了

36 幅图解，图解旁边配以文字说明，从而达到了

清晰易懂的效果。 这些明代时期的舌诊图解为迄

今为止可查找的最早的图解。 现代中医学引用最

早的舌诊图解为近代医学家曹炳章 1920 年撰写

的《辨舌指南》。 又如，他的《中国人用于医疗的单

味药》 用拉丁名称介绍了 289 种中药的疗法，同

时配有 49 幅绘制精美的插图， 形象逼真地向欧

洲人介绍了白芍、赤芍、大黄、麻黄、百部、黄芩、
黄连、桔梗、天门冬、甘草、黄精、甘菊花、人参、生

地 黄、白 术、牛膝、柴胡、通 草、紫菀、何首乌、南

星、白牵牛、石莲子、芡实、槐角、大风子和地骨皮

等名贵中药材的形状。
在其中医研究代表作《医学的钥匙》中，他在

第二章绘制了人体内脏图解 1 幅；在第三章绘制

了左右手经络和穴位图解 2 幅；在第四章则绘制

了左手上的脉及其相关的器官表和左手上的脉

及其相关的器官表各 1 张，详细介绍了人体五脏

（心肝脾肺肾）与自然界的五行（金木水火土）的

对应关系； 在第六章绘制了医生搭脉图解 2 幅；
人体三个部分的穴位即脉位示意图 2 幅；在第七

章则绘制了脉诊所在三个位置的示意图 2 幅；在

第八章绘制了人体穴位图 1 幅； 在第十一章绘制

了人手脉位图 2 幅； 在第十三章绘制了血气循环

图 1 幅和血气循环表 1 张； 在第十六章则绘制了

七根外脉主病表、八根内脉主病表、一年中的九种

异常的脉表以及古今书上说的十六种非常可怕的

致命脉表各 1 张； 在第十八章绘制了一年中十二

经的自然脉和一年四季的健康脉、 病脉和死脉表

各 1 张。 全书最后配图 29 幅，图解了卜弥格所说

的各种“实心器官”（脏）和“空心器官”（腑），全部

配以拉丁文说明。 其中，卜弥格将针灸穴位、脉位、
脏腑等以图解形式向欧洲介绍， 为有史以来的第

一次，进一步扩大了中医文化在欧洲的影响。
（七）向西方全面介绍中草药第一人
卜弥格撰写的《中国植物志》于 1656 年在维

也纳出版，这是来华耶稣会士撰写的第一本系统

的中国植物志，之前的耶稣会士在其著作中对中

国植物只有简略介绍。 它也是第一部向西方系统

介绍中国植物的专著，开启了在华耶稣会士研究

的新方向，为之后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对中国自

然状况的调查奠定了基础。 同时，这也是卜弥格

生前看到的唯一一部自己在华期间撰写的科学

著作得以出版。 ①

《中国植物志》 中介绍了 31 种动植物，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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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波兰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基的研究，卜弥格是在从欧洲返回中国途中途径印度果阿时看到自己的这部已
经出版的著作的，是一些欧洲的耶稣会士邮寄到果阿转交给他的。 卜弥格在写给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公爵的信中也提
到了这回事。 见爱德华·卡伊丹斯基.卜弥格文集[M].张振辉,张西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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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种植物和 8 种动物，并配有图解。 例如介绍大

黄时，先是一幅图解，然后是长篇文字介绍了大黄

的植物特点和加工过程。 由于当时大黄是欧洲急

需进口的中药材， 卜弥格的介绍大大促进了欧洲

对大黄的认识。 卜弥格同时介绍了一系列可用于

中药的动植物， 实质上就是以中草药为主， 如生

姜、桂皮、胡椒、槟榔、蒟酱、大黄、麝香、蛇胆和蛇

毒等。 如卜弥格对胡椒（Hu cyao）的药用功能介

绍：胡椒的种子很像红松树的种子，胡椒是一种温

性的药，它利尿、助消化、明目，还能治一些很厉害

的病，它能将坏死的细胞排出体外。 将它和花蜜一

起吃下去， 还能治咳嗽， 和桂树的叶子一起吃下

去，能止呕吐，和醋一起吃下去，能消除脓肿，治脾

病，和葡萄一起吃下去，能祛痰。 [1]333 在介绍茯苓

（Fo lim）时，卜弥格说：它的根里的囊质地鲜嫩，中

国人将它和肉放在一起， 用来做汤。 它也可做药

用，能治病，如它能治梅毒，消除血栓，防止中风，
也可以治其他各种各样的病， 消除全身骨头和全

身的疼痛。 把它碾成粉末后，可用来消解胸痛，也

可以将它制成罐头，是一种起辅助作用的药。 [1]339

卜弥格对中医的热爱达到了如痴如醉的程

度，以至于他在其所有著作中不放过一切介绍中

医药知识的机会。 在其撰写的主要著作之一《中

华帝国简录》中，卜弥格就介绍了一些具有药用

功效的动植物及其药理作用：
中国有一些矿石还可作药用，如 lu-kan-xe、

石油、 石膏、xe-ciam-pu 和 ciam-siu-xe 都可用
于治寒热、热病和其他的病。 我在海南岛见到过
一种奇怪的石头，它是由活螃蟹变的，如果把石
化的外壳碾成粉末，倒上酒，可用来消除腹部的
肿胀，这种粉末还是一种消毒的良药。

在《中国事物概述》中，卜弥格把主要篇幅用

于描述中国社会的繁荣昌盛和中国百姓的安居

乐业，但同样也不忘见缝插针在多处介绍了具有

药用功效的动植物：
中国人把麝香用于医疗，人们说它能给孕妇

助产，镇痛，也能缓解分娩的痛苦，还能止咳。 [1]188

这种树很大，表皮是带刺的，它的叶子很厚，
尖尖的。 把它的根放在加肉的汤中煮，吃了以后
可以治病， 医生们认为它是一种治坐骨神经痛、
梅毒、梗塞、瘫痪和水肿的良药。 它也能治其他的
肿胀，骨头和全身的疼痛。 [1]190

（八） 全面系统研究中医理论并发表严肃学
术论著的西方第一人

卜弥格在华期间潜心研究中医知识的最大

成就便是《医学的钥匙》。 该书已经不是单纯的翻

译，而是卜弥格根据其对《黄帝内经素问》、《难经

本义》、《脉经》、《易经》、《伤寒论》、《金匮要略》、
《针灸甲乙经》、《神农本草经》、《世医得效方》和

《小儿药证直诀》 等中医学典籍进行了深入研究

之后，通过自己的理解、消化、吸收和梳理，进而

创作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医研究专著，在域外

人士对中医文化研究而形成著述方面，他的这一

成就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卜弥格为自己的论著建立了框架体系，最为

突出的就是其鸿篇巨著《医学的钥匙》，其中的内

容几乎来自所有的重要中医典籍， 如 《黄帝内

经》、《脉经》、《针灸甲乙经》和《神农本草经》等，
但是，全书的体系和逻辑关系是卜弥格自己建立

的，虽然从现在的汉译语句来看，存在着不少重

复性的话语， 但是仍可以看出其通过层层推进、
逐一铺开的方式，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向西方

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医学之精妙与深奥。

三、中医研究和成果面世的多舛命运

卜弥格在中医研究方面取得的如此突出成

就， 不但是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中的嚆矢，甚

至迄今为止也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可是，
他在华短短的七八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朝代新旧

交替的大动荡时期。 他抵达澳门是在 1644 年，正

是清军入关的时候，南明王朝偏居南方一隅得以

苟且偷安，永历朝廷颠沛流离于粤、桂、湘、黔各

地，时刻面临灭顶之灾，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

剧烈的大动荡。 屈指算来，卜弥格在华的区区七

八年时间， 能够在比较安宁的环境中潜心研究中

华文明和中医文化的时间，只有 1647 年他抵达海

南岛之后的一年多时间以及 1649 年初至 1651 年

元月他跟随永历朝廷在云桂黔颠沛流离的两年左

右时间。 此外，1648 年，他途径湖南、河南，抵达陕

西的西安，在这里见到了著名的大秦景教碑。 卜弥

格不仅复制了碑文，而且还将其翻译成了拉丁文，
对当时以及后来欧洲了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以

及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的这趟旅行也是他在中国唯一一次大范

围的科学考察之旅，他将沿途所见所闻载入他的

《中国事物概述》一文中，其中也留下了他对中医

知识的关注和研究的佐证。1651 年奉命返回欧洲

之后，直至 1659 年病逝于广西边境，卜弥格事实

上一直远离中国，常人很难想象他能有多少时间

和精力投身于中医研究。 但是，他能够在社会大

动荡的年代，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和屈指可数的

时间里译介大量中医著述，留给后人如此丰硕的

●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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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研究成果， 不但说明其拥有渊博的知识，尤

其是医学知识，同时也反映了他对科学研究的如

痴如醉投入和锲而不舍的追求和奉献已经达到

了不放过点滴可用时间的地步。 对于这一点，卜

弥格自己也留下了文字佐证。 在《〈处方大全〉的

另一篇前言》中，卜弥格在最后一段提及他撰写

《论脉》的艰辛历程：
所有这些事情要想把它们做好，就得好好地

研究一下我的这部著作。 它是在我在担负着许多
别的十分繁重的工作和责任的同时，花了十年的
功夫才写成的。 我因为利用了所有闲暇的时间，
才使我能够从事在我看来这么一项很有价值的
研究。 [1]375

另外，根据《卜弥格文集》的波兰文译者爱德

华·卡伊丹斯基和中文译者张振辉和张西平的研

究，卜弥格奉南明王室永历朝廷之命返回欧洲求

援的途中是随身携带着中医研究手稿的。 卜弥格

返回欧洲的路线是海陆结合，先是走海路从澳门

抵达印度的葡萄牙领地果阿，然后从那里前往波

斯转道土耳其最后抵达威尼斯。 在果阿逗留期

间，卜弥格将他的中医著作手稿和一些中医典籍

寄存在当地。 在从欧洲返回中国途中，他在 1657
年抵达果阿时又取回了这些手稿。 在返回中国途

中逗留泰国当时的首府大城府①期间， 他预知自

己因为效忠南明王室而很难进入已处于清军统

治之下的中国，于是把一部分中医著作手稿交给

了与他一同返回中国的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 请他设法把这些手稿以后

拿到欧洲去出版。 也正是因为这一托付，致使卜

弥格的丰硕中医研究成果长期被湮没，遭到他人

剽窃之后，这些成果算到了他人头上。
根据《卜弥格文集》，卜弥格在返回欧洲期间

于 1656 年，即他重返中国前夕，在维也纳出版了

《中国植物志》， 这也是他生前看到出版的唯一

一部关于中医的著作。 而在他返回中国的途中，
他已经完成了一部中医著作，这就是《医学的钥

匙》。 在重返中国的旅途中， 卜弥格在泰国时得

知自己已经无法返回澳门， 于是把自己的这部

医学著作手稿托付给了与他一同从欧洲返回中

国的耶稣会士柏应理， 请求他设法将手稿寄回

欧洲出版。 但是，1669 年，柏应理为了帮助当时

手头拮据的广州耶稣会士解燃眉之急， 就把卜

弥格的这部手稿的部分内容以两三千荷兰盾的

价格“倒卖”给了一位从荷属印尼来到中国经商

的名叫约翰·范里克（Jan van Ryck）的荷兰商人，
后者又把手稿寄给了印尼巴塔维亚的荷属东印

度总督约翰·梅耶特瑟伊克，总督又将手稿交给

了在 那 里 的 荷 兰 首 席 大 夫 安 德 列 亚 斯·克 莱 耶

尔（Andreas Cleyer）。 1682 年，克莱耶尔将手稿取

名为《中 医 指 南》，交 给 了 德 国 早 期 汉 学 家 门 采

尔（Christian Menzel, 1622-1701），门采尔通过努

力将该书在法兰克福出版， 但是不见卜弥格的

署名。 克莱耶尔由此成为第一个剽窃卜弥格中

医著作的人。 1671 年，法国出版了一部法文版的

《中医的 秘密》，没 有作 者 署 名②，但 根 据 内 容 来

看就是卜弥格的《医学的钥匙》的第十五章和第

十六章的主要片段， 其来源同样是柏应理为解

燃 眉之 急 卖 出 的 卜 弥 格 中 医 手 稿 的 部 分 内 容。
关于柏应理“倒卖”卜弥格的中医著作手稿以及

克 莱 耶 尔 等 人 剽 窃 卜 弥 格 中 医 研 究 成 果 的 过

程，目前的史料挖掘尚不能予以彻底还原，并且

存在着一些说法不一的地方。 但是可以肯定的

一点是， 与卜弥格同船远洋跋涉来到中国的柏

应理最后可能是良心发现， 给门采尔写信说明

了卜弥格是《医学的钥匙》一书的作者。 1686 年，
门采尔 在纽伦 堡《科 学 年 鉴》上 发 表 了《耶 稣 会

士在中国的传教士卜弥格认识中国脉诊理论的

一 把 医 学 的 钥 匙 》 （Clavis Medica ad Chinarum
Doctrinam de Pulsibus Auctore R, P. Michaele
Boymo, e Soc. Jesu et in China Missionario），简称

《医学的钥匙》， 明确指出该书的真正作者是卜

弥格。 波兰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基在 《中国

的使臣卜弥格》一书第十四章中也提到，卜弥格

在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中医学著作以及自己著作

的手稿交给柏应理之后， 幸好自己手头留下了

这些著作的四篇前言， 证明了他在这方面确有

著述，而且都是开创性的成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卜弥格不但是一个学识相当渊博

●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

①泰文： ；英文：Phra Nakhon Si Ayutthaya；又译为阿育他耶府，泰国中部的一个府。
②波兰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基在《中国的使臣卜弥格》一书第二十三章指出，出版该书的法国人叫菲利普·沙尔
维斯（Philip Charvys），出版地点是法国的东南部城市格勒诺布尔（Grenoble），而《中国的使臣卜弥格》的中译者张振
辉认为，菲利普·沙尔维斯只是出版社的社长，他从一个从广州回来的法国人那里买下了这部手稿，至于这个法国人
是谁，现在谁也回答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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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家，也是早期的传教士汉学家中的佼佼

者，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只有短短的几年，但是

却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科

学研究与考察，译介撰写了大量著作，涉及中国

的医学、动植物、矿藏、地理测绘以及历史、宗教、
风土人情和自然状况等等。 但是，其生前只发表

了《耶稣会士卜弥格在泰国写给总会长的报告》
以及《中国植物志》，其他的或是被人剽窃，或是

出现在他人的著作中，或是没有发表，至今藏在

梵蒂冈耶稣会档案馆中，有的干脆就湮散了，以

至于其在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长期未

得到应有的正视和重视。 随着近年来第一手史

料的不断被挖掘和整理，我们可以看出，卜弥格

的科学著作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在当时的欧洲

是无人能企及的，同时也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 卜弥格对中国医学的研究以及形成的成果，
在来华耶稣会士使团以及当时的欧洲汉学界更

是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在欧洲的影响更

是深远而广泛。
张西平的研究认为，正是因为卜弥格的中医

和汉学著作成就，激发了欧洲汉学界对中医的研

究热情，如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莎（Jean-Pierre
Abel-Remusat，1788-1832）就根据卜弥格的《舌

诊》在 1813 年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论中国人

的舌苔诊病》，并在之后因为在中医研究方面的成

就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第一位汉学教授。 1814 年

12 月 11 日，雷慕莎在法国法兰西学院主持了第

一个被称为西方汉学起点的汉学讲座，标志着欧

洲汉学从传教士汉学到专业汉学的重大转折[1]57。

此外，雷慕莎也通过自己的研究，确认那些被人

剽窃后没有署名就出版的中医著作属于卜弥格。
纵观历史长河，卜弥格的中医著述堪称是中

医在西方传播的嚆矢，在此之前的来华耶稣会士

虽然在其著述和译介对中医多有提及①，但是从

未有如此系统的研究，而此后来华的法国耶稣会

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虽然

在中医西传的传播道路上也作出了很大贡献，但

是他在卜弥格去世 6 年之后才出生，更是迟至

1698 年才入华，比卜弥格差不多要小两辈。 ②

毋庸讳言，卜弥格不但是早期传教士汉学家

的杰出代表，更是在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史上居功

至伟，他在向欧洲传播中国古代科学和文明成就

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立

下了不朽功勋。 沈定平认为，明清之际的中西文

化交流，通过不同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之间的调

适与融合，在寻求共同性和互补性的过程中，将

交流提升到了政治和文化制度上的相互吸收和

仿效，从而为社会变革发挥了重大作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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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谈到中国医学时， 利玛窦说：“中国的医疗技术的方法与我们所习惯的大为不同。 他们按脉的方法和我们的一
样，治病也相当成功。一般说来，他们用的药物非常简单，例如草药或根茎之类的东西。事实上，中国的全部医术就都
包含在我们自己使用草药所遵循的规则里。 ”见利玛窦,金尼阁. 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M].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
局，1986：34.
②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和戴密微编著、耿昇翻译的《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虽然收录了法国汉学家罗
姹撰写的《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草药西传》一文，但其论述的内容全部是 1687 年后大举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在这方面
作出的贡献。 全文也没有一处提及卜弥格， 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卜弥格的中医著作在遭到剽窃的情况下曾长期被湮
没，以至于欧洲耶稣会士和汉学界在很长时间内无人知晓。

Abstract Michel Boym, a Polish Jesuit missionary who came to China in the 17th century, is the first westerner to inform the western

world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rough his translation works. His achievements are monumental and unrivalled in that he has

contributed to the westerners’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TCM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pread of Chinese learning in the

West. Howeve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long overlooked his significant role in this regard. Based on a multitude of primary sources,

the article has made systematic and pioneering discoveries into Boym's translations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TCM to confirm his

unparalleled role and position in 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science, and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Key words Michel Boym; Jesuit missionarie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anslation; the exchange in knowledge, science, and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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